i-Learner 網上平台報名表格
英文學習平台 English Learning Programmes (小學生適用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)

Programme

智愛英文平台

智愛拼音平台

智愛詞彙平台

English i-Learner

Phonics i-Learner

Vocabulary i-Learner

幼兒至成人

幼兒至初中

小一至初中

課程

Target users

適合對象

 聽、講、讀、寫、詞彙、文法、語言藝術全方位訓練，
學習優質英語必備。

 每天一篇閱讀或聆聽文章，十多題練習，只需約十分
鐘，即可見積少成多的效果：全年 208 篇篇章，2500
Programme
Features

平台特色

道練習，奠定紮實英語基礎。

 閱讀材料及練習無限次重溫。(提示:

 創新動畫教學模式， 以卡通動畫、互動練習、遊戲

 以圖像、生字閃卡、默寫、遊戲等方法，幫助學

特級課程 6 個月$800/12 個月$1200*
(平均每月$100)
________(級別：A, B, 1-13)

*請在費用一欄的“”中剔選你想訂購的學習平台
*續訂戶及 i-Learner Education Centre 學生，可享有 40%折扣優惠。
#訂購兩個平台或以上，可額外享有 20%折扣優惠。

生迅速掌握生詞。

「見音讀音、聽音串字」。
 為確保學生完全掌握新學詞彙，會讀能寫還能活

習，更快提升英語水平。)

 吸引的動畫、電子書、電子遊戲和伴讀書蟲，令學生愉
快學習。

Level 級別

 小學一至六年級英文科全部詞彙網羅，按主題分
類學習。每個主題再提供額外延伸詞彙學習。

等，幫助學生迅速掌握英語的拼讀秘訣，讓孩子做到
邊聽邊跟讀及重溫練

 13 個級別，適合幼兒至大專程度

Fees 費用

 系統教授自然拼音法，毋須花費數萬及上課多年。

 效果顯著：提升默書成績，加強記生字能力，脫口能
說標準英語！

學活用，平台把生詞融入特別編寫的篇章，幫助
學生掌握生詞在文章中的用法和放在文章脈絡中
的意思。

 $1800/級別/年
________(級別：1-2)

 $398/級別/年 $598/2 個級別/年
$998/4 個級別/年
________ (級別：1-6)

i-Learner 網上平台報名表格
英文學習平台 English Learning Programmes (中學生適用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)
摘星利器課程
English i-Learner

跨學科英文平台
Cross-Curricular
i-Learner

DSE 英文科技巧提升
平台

適合：幼兒至成人

適合：小六至中六

適合：中二至中六

智愛英文平台
Programme

重塑基礎課程

DSE i-Learner

智愛詞彙平台

智愛文法平台

智愛拼音平台

Grammar i-Learner

Phonics i-Learner

Vocabulary
i-Learner

適合：高小至中五

適合：初中

適合：初中

系 統 教 授 自 然 拼 音
法，毋須花費數萬及上

 小學一至六年級英文
科全部詞彙網羅，按主
題分類學習。每個主題

課程

Target users

適合對象

特級課程
 聽、講、讀、寫、詞彙、文法、
語言藝術全方位訓練，學習優
質英語必備。

 每天一篇閱讀或聆聽文章，十
多題練習，只需約十分鐘，即
Programme
Features

可見積少成多的效果：全年 208
篇篇章，2500 道練習，奠定紮

平台特色

實英語基礎。

 閱讀材料及練習無限次重溫。
(提示: 邊聽邊跟讀及重溫練習，更
快提升英語水平。)

 13 個級別，適合幼兒至大專。
 吸引的動畫、錄象、電子遊戲
和伴讀書蟲，實現愉快學習。
Fees

特級課程 6 個月$800/12

費用

個月$1200* (平均每月$100)

Level 級別

________(級別：A, B, 1-13)

特級課程
 以跨學科內容學
習優質英語。

 深入分析 DSE 英文科
要求及各屆考卷，撰寫

 共設通識、科學、

180 多份深入淺出的技

歷史、地理、時
事、藝術等多個學
科，讓學生自由按
興趣選取學習內
容

 學習內容分 7 個級
別，全面鍛鍊學生
以英語學習各學
科的能力。

巧筆記；及 440 多個練
習 。

 智慧型電腦分析及紀
錄讓學生針對性重溫
重做答錯題目，文法能
力迅速提高。

課多年。
 創新動畫教學模式，
以卡通動畫、互助練

再提供額外延伸詞彙
學習。

 獨家開創開放題即時
批改系統，令練習及模

 簡單易明文法要點，配
合 5000 題龐大練習題

擬題更貼近真實考試。

庫，即時答案回饋，令
「勤有功」，人人都能

迅速掌握英語的拼讀
秘訣，讓孩子做到「見

學好英文！

音讀音、聽音串字」。

 把生詞融入特別編寫

 效果顯著：提升默書成

的篇章，幫助學生掌握
生詞在文章中的用法

 提供 6 份模擬試卷，並
即時批改及提供答案
和解釋。

 閱 讀 材 料 及 練 習  提供資深導師批改寫
無限次重溫。

 覆蓋英語文法全部核
心範疇（25 個）。

基礎級別: 重點講授英文
文法的詞類、基本句子變化
與及常用文法規則。

進階級別: 強調英文文法
作及聆聽卷 2 的服務。 的變化、一次學完初中前所

習、遊戲等，幫助學生

績，加強記生字能力，
脫口能說標準英語！

 以圖像、生字閃卡、默
寫、遊戲等方法，幫助
學生迅速掌握生詞。

和放在文章脈絡中的
意思。

需文法、剖析常犯文法盲點

 6 個月$800/

 $1800/年 +

12 個月$1200*

寫作卷批改: $298/份

 $1200/級別/年

 $1800/級別/年

$998/4 個級別/年

+聆聽卷批改: $198/份

______(級別：1-7)

_______(級別：1-3)

 $398/級別/年
$598/2 個級別/年

_______(級別：1-2) _______(級別：1-2)

_______(級別：1-6)

i-Learner 網上平台報名表格
中文和數學學習平台(中小學生適用)
中文學習平台 Chinese Learning Programmes
Programmes

課程
Target Users

智愛中文平台

智愛文言文平台

Chinese i-Learner

Classical Chinese i-Learner

適合：幼兒至高中

適合：高小至高中

智愛數學平台

Maths i-Learner
適合：小學

適用對象

 全方位涵蓋聽、講、讀、寫中文能力訓練

Programme
Features

平台特色

 提供閱讀理解、閱讀技巧、聆聽技巧、寫作技巧、
語文知識、說話技巧等學習筆記及練習，讓學生
學得知其然，更全面應用語文知識。
 十三個級別照顧不同學習程度(0 至 12 級)



六個等級，循序漸進地掌握文言文。每個等級各二十
篇精選篇章及練習，鞏固文言文知識，培養鑑賞能力。



針對文言文學習過程中的難點，在篇章中給出精準的
注釋翻譯，幫助學生系統地學習，在練習中提供針對
性題型，加深學生對篇章內容的理解。



類活用」等方面，幫助同學全方位了解文言字詞。設
有「虛詞」、「實詞」及相應遊戲欄目，另有重點文

 多樣化學習──趣味中文知識、成語動畫、詩詞
專區、筆順學習、遊戲專區等
 標準普通話發音伴讀，並可顯示拼音標注。亦可
選擇粵語誦讀

文言字詞解釋涵蓋「古今異義」、「通假字」及「詞



言字詞及語法學習。
為 2018 年 DSE 增設十二篇「範文」練習，讓同學充

 全方位覆蓋數、圖形與空間、數據處理、量數和代
數等小學重要範疇。
 豐富題型，全年 40 多個學習單元，幫助學生針對性
掌握重要數學技巧和有效應對數學難題。
 全智能設計，自動按學生目前的數學能力，配送合
適的題目，讓不同起點的學生都能夠得到提升和發
展。

分理解「範文」的內容、背景及相關文言知識，讓同
學系統學習，為 DSE 作好準備

Fees

費用

特級課程 6 個月$498 / 12 個月$800*

 $298/ 1 個級別/年
 $598/3 個級別/年  $898/ 6 個級別/年*

特級課程 6 個月$800 / 12 個月$1200*

_______(級別：0-12)

_______(級別：1-6)

_______(級別：1-6)

Level 級別

*請在費用一欄的“”中剔選你想訂購的學習平台

*續訂戶及 i-Learner Education Centre 學生，可享有 40%折扣優惠。 #訂購兩個平台或以上，可額外享有 20%折扣優惠。

請以正楷填寫下列資料︰
學生姓名: ____________ (中文) _________________ (英文) 學校名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班別: ____ 學號: ___

家長姓名: ___________ 聯絡電話: __________ 電郵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郵寄地址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付款方法 1. 劃線支票(號碼為____________________)，抬頭︰「智國集團有限公司」，
寄回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122 號麗斯中心 2 樓(請注明訂購網上平台)
2. 將款項存入「智國集團有限公司」匯豐銀行戶口 636-474702-838，並將櫃員機存根
或網上轉帳紀錄連同此表格 WhatsApp 到 9388 6251 或電郵至 customer@i-learner.com.hk
如有查詢，歡迎透過電郵或者在辦公時間致電與我們聯絡︰電話︰3113 8815 WhatsApp︰9388 6251

FREE ASSESSMENT (Worth HKD500)
i-Learner Education Centre
(Target students: aged 4 to 16)
(Subject: English, Chinese and Mathematics)
Domains of Assessment:
- Subject knowledge
- Learning style
- Recommendations for home and school education
(Only students new to i-Learner Education Centre are eligible.)
i-Learner Education Centre reserves the right to the
interpretation of all the terms of this offer.

